
BB88 BB11休城社區休城工商

各種規格報紙印刷﹐承接名片印刷﹐招貼海報﹐廣告傳單﹐商
業表格﹐文宣畫冊﹐超市及零售業宣傳品﹒ 現特價中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新包裝
全新上市

國王牌
大豆油

休斯頓公司：Premier Vegetable Oils
9290 Baythorne Dr. #B, Houston, TX 77041

聯系人：Andy 909-569-9792, Anne 909-569-9659

餐館用油餐館用油餐館用油 第一品牌第一品牌第一品牌
美國制造
衛生安全
更耐炸
更健康

King soy Bean Oil
New Packaging

King Oil
各大餐館
各大餐館

批發批發

食品行
食品行

均有銷售
均有銷售

4號出口

星期三星期三、、四四
9：00A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將開10:3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星期三 2015年4月8日 Wednesday, April 8, 2015 星期三 2015年4月8日 Wednesday, April 8, 2015

(832) 758-5886 (713)538-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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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休斯敦古董拍賣行大型春拍將於 4 月 14 日周二下午 6 點
舉行。
詳情請電：713-936-2265；832-251-6666；
網站：www.houstonantiqueauction.com；
公司地址：9931 Harwin Dr.,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古董拍賣行休斯頓古董拍賣行44月月1414日春拍部分拍品日春拍部分拍品

五彩棒槌瓶五彩棒槌瓶

瑪瑙茶壺瑪瑙茶壺

仕女圖仕女圖

郎窯紅花瓶郎窯紅花瓶

1717世紀景泰藍葫蘆瓶世紀景泰藍葫蘆瓶

青花瓶青花瓶

乾隆料器碗乾隆料器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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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黃氏宗親會 暨慶祝會所成立46周年和黃氏大樓8周年春宴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會長黃孔威主席致詞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會長黃孔威主席致詞,, 回顧休士頓回顧休士頓
黃氏宗親會成立黃氏宗親會成立4646年歷史和休士頓黃氏宗親會理事會年歷史和休士頓黃氏宗親會理事會
,, 樓業董事會近期工作匯報樓業董事會近期工作匯報

全美黃氏宗親總會黃楚文主席在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暨全美黃氏宗親總會黃楚文主席在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暨
慶祝會所成立慶祝會所成立4646周年和黃氏大樓周年和黃氏大樓88周年春宴致賀詞周年春宴致賀詞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趙宇敏副總領事致詞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趙宇敏副總領事致詞,, 肯定肯定
黃氏宗親會在弘揚中華文化上做出卓越貢獻黃氏宗親會在弘揚中華文化上做出卓越貢獻

德州潮州會高永年第一副會長德州潮州會高永年第一副會長,, 馬克通副會長馬克通副會長,, 林國雄秘林國雄秘
書長書長,, 婦女組李君玉組長婦女組李君玉組長 參加盛會參加盛會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黃孔威休士頓黃氏宗親會黃孔威
會長熱烈歡迎貴賓全美黃會長熱烈歡迎貴賓全美黃
氏宗親總會黃楚文主席氏宗親總會黃楚文主席,,
中國湖南省黃氏宗親會總中國湖南省黃氏宗親會總
會會長黃彬榮代表黃佩康會會長黃彬榮代表黃佩康
企業家企業家,, 中國駐休士頓總中國駐休士頓總
領館趙宇敏副總領事領館趙宇敏副總領事,, 房房
振群僑務組長振群僑務組長

國際女企業家及專家協會宋蕾會長國際女企業家及專家協會宋蕾會長,, 陳文副會長陳文副會長,, 王曉霞王曉霞
理事長理事長,, 劉妍劉妍,,張亦勤等理事出席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春宴張亦勤等理事出席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春宴
暨慶祝會所成立暨慶祝會所成立4646周年和黃氏大樓周年和黃氏大樓88周年於周年於20152015年年44月月
55日晚上珍寶海鮮樓隆重舉行日晚上珍寶海鮮樓隆重舉行

上海聯誼會潘立平創會會長上海聯誼會潘立平創會會長,, 金仲賢會長金仲賢會長,, 理事們理事們,,張晶張晶
晶參加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春宴晶參加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春宴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胡錫霖元老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胡錫霖元老,, 何賢芳夫人獻花給何賢芳夫人獻花給
婦女組黃玉顏組長婦女組黃玉顏組長,, 許詠詞演出粵曲對唱鳳閣恩仇未了許詠詞演出粵曲對唱鳳閣恩仇未了
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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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8

惠康超市

頂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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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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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512) 490-6777,1-888-688-8821Austin
9800 N. Lamar Blvd.,  #110 AUSTIN, TX 78753

(713) 988-8282,1-800-878-6868Houston
9889 Bellaire Blvd, A-115 HOUSTON, TX 77036

(972) 960-2000,1-800-878-2828Dallas
4100 Spring Valley Rd., #202 DALLAS, TX 75244
(405) 842-2919,1-800-688-0988Oklahoma
1601 NW Expressway,  #101  OKLAHOMA CITY, OK 73118

六福旅行社
 US A Gateway

世界各大航空公司特惠機票指定總代理
快速、便利，提供網路立即訂購及全球特廉機票服務

中國國內特廉機票20%~50%折扣價

保證成行
Land Price Only

明星假期
Majestic Vacations 800-219-8858

$798/每人
$688/每人
$888/每人

$1,099/每人
$99/每人
$99/每人

澳洲-悉尼、黃金海岸8天超值之旅
歐洲-大不列顛7天精華遊
歐洲-西班牙、葡萄牙浪漫9天風情遊

歐洲-法瑞意11天精華遊
大江南、黃山、歙縣古城9天五星團 
昆明大理、麗江、香格里拉、大小石林9天

■ 歐洲/澳洲團2人成行，單人/小童需補差價。■中國團僅限華僑參加(18歲以上，2人一房)單人/小童/其他國藉亦需補差價。
(行程內容皆不包含國際機票)

Norwegian Breakaway 2013 新船

8天百慕達$559起+Tax/內艙每人(紐約來回)、8天巴哈馬$599起+Tax/內艙每人(紐約來回)

8天夏威夷$1,099起+Tax/內艙每人(檀香山來回) 10天波羅的海$749起+Tax/內艙每人(哥本哈根.丹麥來回)
Pride of America

挪威號郵輪特賣CRUISE
ONLY

夏季特惠
Summer Sale明星假期2013

Norwegian Star

www.majestic-vacations.com
2013年最新行程請上網查詢，兩人保證輕鬆成行，歡迎公司或學生團體估價保證最佳團體優惠批發價！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精辦移民

周六照常服務

★在洛杉磯,芝加哥,達拉斯等八處設有分所

Licensed by the Texas Supreme Court Not Certified by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licensed in Texas **Licensed in New York

電話: 713-779-4416
傳真: 713-583-9749

www.solisyanlaw.com
地址:9188E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惠康超市廣場內)

精辦留學

合同起草,成立公司,遺囑,信托及翻譯公證商 業 法

刑法,交通罰單 超速,酒後駕駛,及各類刑事辯護﹒

家 庭 法 離婚,監護權,子女撫養費﹒

移 民 法 身份轉換,親屬移民,職業移民,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工卡,回
美證,入籍,更換地址﹒疑難案件查詢﹒我所的移民局常駐律師,親
自帶您與移民官面談﹒我所的移民法庭出庭律師,專辦遣返案件

多年辦案經驗的律師事務所曾成功經辦數萬案件10
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 OF SOLIS & YAN

AM1050 每月第2,4週一 5:30PM移民路路通 特約主持 最新資訊 現場解答
美南新聞周六移民專欄特約撰稿人蘇力律師*

Jaime 律師 Robert 律師 Andy 律師 Joe 律師 Anal 律師 Eva 律師Sam 律師

鄢旎律師**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STANLEYSTANLEY＆＆ASSOCIATESASSOCIATES PLLCPLLC

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

對商業糾紛及對商業糾紛及
人身傷害具有豐富經驗人身傷害具有豐富經驗

˙車禍/人身傷害:讓您獲得高額賠償
陳德威律師曾為保險公司特聘律師,熟悉保險公司心理
和作業方式,不得賠償,不用付款

˙刑事辯護:酒後駕駛,吸毒,輕罪,重罪,家庭暴力,人身攻擊
˙訴訟:商業糾紛,商業訴訟,民事訴訟,意外傷害訴訟等
˙婚姻法:協議離婚,有爭議離婚,跨國家庭糾紛,監護權,
撫養費

˙移民法:結婚移民,親屬/工作移民(H1B),投資移民(EB5),
公民入籍

˙商業法:租賃約,各種商業合同,公司成立

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

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

美國人,中國通,能說流利中文

Kai@stanley-Lawfirm.com
((281281)) 766766--79397939

9889 Bellaire Blvd. #117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二樓 101樓上）
Not Certified by Texas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地產買賣﹑地產過戶﹑各式租約﹑

各類地產相關合約﹑貸款文件

H-1及L-1等各類工作簽證﹑傑

出人才及國家利益獲免等各種

職業移民﹐各類親屬移民﹐生活

擔保書及公民入籍等﹒
成立公司﹑跨國投資﹑爭議解決﹑

生意買賣﹑各式商業合約

各類遺囑﹑授權書﹑家庭信託﹑

無爭議離婚

房地產

商 業

遺囑﹑信託
及其它

移 民

宋 秉 穎 聯 合 律 師 事 務 所
Law Offices of Sung & Associates,P.C.

新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7, (Inside of Corporate Plaza) Houston, Texas 77036

宋秉穎律師﹐法學博士
Amy P. Y. 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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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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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都以 「市民的市
長」為從政理念的台中市長林佳
龍與首爾市長朴元淳，昨天在首
爾再度見面，雙方希望朝締結姐
妹市方向努力。

林佳龍率領市府代表團上午到
首爾市政廳，兩位市長見面時親
切問候，也互相恭喜彼此都能在
市長的位置，為市民服務。

林佳龍說，自己與朴元淳像兄
弟，是理念相近的多年好友，去
年 2 月兩人就已在首爾會面；朴
元淳在 6 月時連任首爾市長，自
己則於年底當選台中市長，彼此
也於第一時間互相祝福。今天藉

由參加 「2015地方環境行動國際
委員會（ICLEI）世界大會」的
機會再度重逢，相當開心。

這趟訪問行程，林佳龍將率各
業務機關首長參觀社會住宅、整
合鐵公路交通及設置行控中心、
「省下一座核電廠」等低碳環保

等市政建設。
朴元淳認為，這些項目都是首

爾與台中雙方共同面對的市政議
題 ， 除 了 這 次 台 中 率 團 參 加
ICLEI 世界大會外，未來更希望
透過雙方市政府互派公務員學習
，創造雙贏局面。

對於互派公務員學習市政的建

議，林佳龍也相當贊同；他建議
，可以3到6個月為期，相信會讓
擔任此任務的公務員獲益良多。

林佳龍表示，首爾不但是南韓
首都，更是第一大都市，朴元淳
長期投入民主運動，執政也始終
以市民為重心，強調與市民溝通
的重要性，強化市民參與的 「民
官合作」理念，許多市府的公共
空間都開放給人民使用。

此外，南韓政府推動中的 「首
都減壓」及 「仁川經濟自由區域
」，都很適合台中市學習。

（綜合報導）國防部昨天表
示，經查陸航 601 旅旅長簡聰淵
少將今年2月20日也有邀請親友
共 4 人參觀機棚，國防部發言人
羅紹和表示，簡聰淵被記過 3 次
，並調離現職處分。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 601 旅中
隊前副隊長勞乃成中校3月29日
帶李蒨蓉等一行親友到 AH-64E
阿帕契直升機的修護廠房參觀，
甚至讓李蒨蓉坐進駕駛艙，模擬

駕駛 AH-64E，違反國軍資訊安
全規定，讓李蒨蓉拍照留念。

陸軍阿帕契事件共分為兩案處
理， 「航空 601 旅違反內部管理
案」和 「私帶頭盔案」，身為航
特部 601 旅旅長，簡聰淵在前案
被記過 2 次，後案被記過乙次並
調離現職。

國防部上午召開記者會，陸軍
在 「未遵營區會客規定」檢討部
分指出，勞乃成3月29日邀請親

友計26人，其中勞員小姨子的男
友平山直人為日籍，另有 4 員外
籍看護；勞乃成另曾於2月22日
邀請親友計10員，參觀機棚。

國防部今天表示，另查簡聰淵
少將今年2月20日也有邀請親友
計 4 員參觀機棚。羅紹和指出，
簡聰淵的情節沒那麼嚴重，也已
做出懲處。

（中央社）陸軍軍官勞乃
成遭記 2 大過，軍方將依規定
將他汰除。由於勞乃成已完成
服役役期，照現行規定無法向
勞乃成求償，勞乃成可領月退
俸。

陸軍航特部 601 旅軍官勞乃
成私自招待親友進入營區和私
帶頭盔出營案，陸軍昨天在國
防部例行記者會上公佈第二波
懲處名單，陸軍表示，勞乃成2
案移送桃檢偵辦，而勞乃成年
度記 滿 2 大 過 ， 會 依 規 定 淘

汰。
根據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

條例，常備軍官、常備士官若
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
素一次受記大過二次以上，經
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現役者
，將予以退伍。

媒體詢問，勞乃成接受國家
栽培，是否可以向勞乃成要求
賠償，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徐
衍璞中將表示，如果未完成役
期是要進行賠償，但勞乃成是
接受軍售的訓練，且也服了該

服的役期，因此目前是沒有辦
法對勞乃成提出賠償。

徐衍璞說，後續國防部會研
究，針對勞乃成這種類似案件
，提出更適合的辦法。

陸軍司令部人事軍務處長龍
冠中表示，依據勞乃成年度達
成任務、功過相抵考核結果，
勞乃成近 3 年在營人事考核，
確屬甲上與甲等。

由於勞乃成已服役滿20年，
照現行法令，退伍後仍可以領
月退俸。

國防部：601旅長也帶親友進機棚

勞乃成被陸軍汰除 可領月退俸

林佳龍拜會首爾市長林佳龍拜會首爾市長 朝姐妹市努力朝姐妹市努力

美魔安消費者爭議協商會美魔安消費者爭議協商會
國民黨籍台北市議員應曉薇國民黨籍台北市議員應曉薇（（前右前右））與律師吳威廷與律師吳威廷（（前左前左））77日舉行記者會表示日舉行記者會表示，，

將寄發存證信函將寄發存證信函，，希望上游廠商出面說明與美魔安的關係希望上游廠商出面說明與美魔安的關係，，否則連廠商通通告發否則連廠商通通告發

國民黨團國民黨團：：國防部儘快重整軍紀國防部儘快重整軍紀
中國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賴士葆中國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賴士葆（（右右22））77日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表示日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表示，，國軍國軍

軍紀渙散軍紀渙散，，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無法容忍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無法容忍，，非常憤怒非常憤怒，，希望相關單位究責絕不手軟希望相關單位究責絕不手軟，， 「「
該下台就下台該下台就下台」」 ，，儘快公布懲處結果儘快公布懲處結果，，國防部也要儘快重整軍紀國防部也要儘快重整軍紀，，恢復民眾信心恢復民眾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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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外交藍皮書再次宣稱釣島屬日
中方：無論日如何宣傳難改釣島屬中國之事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張
聰北京報道）日本7日公佈的2015
《外交藍皮書》提及其“對過去戰爭
的深刻反省”， 並再次宣稱日本捍
衛釣魚島領土、領海和領空的意志
“堅定不移”。對此，中國社科院日
本所外交室主任呂耀東對香港文匯報
記者表示，日本正試圖借毫無具體內
容的“反省”來淡化侵略歷史，而選
擇在紀念反法西斯抗戰勝利70周年
的節點再次強調不屬實的“釣魚島日
本論”，非簡單針對中國，而是公然
挑釁戰後秩序的行為。

空洞“反省”妄圖淡化侵略史
藍皮書稱，“日本作為和平國

家，是基於對過去戰爭深刻反省的
不戰與和平誓言。今後也絕不會改
變。”呂耀東對此表示，反省一定
要有具體的內容，若是反省之後繼
續否認侵略歷史則不能稱之為“反
省”，而從安倍的言論及行為來
看，日本正在竭力地淡化侵略歷
史。“觀察日本即將發到中學的教
科書不難發現，內容已經在明顯地
去殖民化、去侵略史，加之安倍的
言行、藍皮書的出版，一系列事實
證明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已經從言
論過渡到了行動，甚至是政策。”

呂耀東說。
對於日本一而再，再而三地篡改歷史，

謊稱釣魚島屬於日本領土，呂耀東則稱，
這純屬無稽之談。“釣魚島是在甲午戰爭
中被日本竊取的，而二戰後的《開羅宣
言》則明確提出日本應退出其參與攫取的
一切領土，其中無疑包括釣魚島”。他續
稱，“日本已無視法理和歷史，並選擇在
紀念反法西斯抗戰勝利70周年的節點反覆
強調虛假歷史，說到底是對世
界正義的挑戰，對戰後體制的
公然挑釁，而不僅是針對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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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促日擺正歷史觀教育後人

人大副委員長吉炳軒訪日
香港文匯報訊據日本新聞網報道，全國人大副委員

長吉炳軒率領的人大代表團於8日起訪問日本，為期3
日。這是2012年9月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以來，中
國高級別領導人第一次訪問日本。

吉炳軒率領的人大代表團是為了出席中斷已久的日
中議會交流委員會會議而來日本訪問。到11日為止的訪
日期間，吉炳軒副委員長將與日本眾議院議長町村信孝
舉行會談。此前，日本放送協會電視台也引述日本眾議
院消息透露，日中議會交流委員會可能在中斷接近3年後
重啟，日本眾議院希望此次重啟議會交流，推動中日關
係改善。另據共同社引述日本前外相中曾根弘文透露，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李小林3日在北京與到訪的中
曾根弘文會談時表示，希望在以中日友好為主題的芭蕾
舞6月演出之際訪問日本。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共同社報
道， 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噴氣式飛機6
日上午，在巡邏中發現中國海洋調查
船“東方紅2號”在西北太平洋海域
向海裡投放疑似纜線的物體進行作
業。位於神戶市的第5管區海上保安
本部說，“東方紅2號”早上11時10
分左右在高知縣室戶岬南方910公里
的“日本專屬經濟海域”放纜，該船
遭日方警告後離開。
海上保安廳的巡邏飛機發現之

後，以無線電向“東方紅2號”發出警
告稱“這是日本的專屬經濟海域，未經
同意不准進行海洋調查行動”。“東方
紅2號”隨後收回投放到海裡的纜線，
在下午1時50分左右駛離該海域。日
方稱，巡邏飛機仍在密切注意和監視
當中。日本《朝日新聞》稱，“東方
紅2號”活動的海域隸屬於“日本專
屬經濟區”，因此中方科考船要從事
調查活動須向日方提前通報，但日方
事前未收到中方相關通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新聞網報道，韓國外交
部7日發表聲明，譴責日本外務省的外交藍皮書
將韓國主張擁有主權的竹島（韓國稱獨島）記述
為“日本固有領土”。認為日本政府的這一做法
是一種倒行逆施的行為。為此韓國東北亞局局長
李相德緊急召見日本駐韓國公使金杉憲治，向日
本政府提出了嚴重抗議。

韓方的聲明說，日本政府在通過嚴重歪曲歷
史的教科書之後，繼續挑釁韓國，又發表了歪曲
慰安婦問題的外交藍皮書。但是日本侵佔朝鮮的
歷史是不會因此而得到改變的。另據共同社報
道，日本外相岸田文雄7日在記者會上稱日本政
府“無法接受”韓方就初中教科書領土表述提出

的抗議，“圍繞竹島問題，我國的立場是一貫
的。已回應對方稱無法接受抗議。”

除竹島外，還涉及釣魚島。文部科學相下村
博文7日就此事強調稱，“孩子們要在國際社會
生存下去，就有必要在正確理解領土問題等本國
情況的基礎上，與他國的人們進行交流。我認為
這不會對日本與近鄰各國間的友好關係造成負面
影響。”他還表示：“如果有機會，還想向韓國
和中國的有關部門部長級官員進行說明。”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介紹稱，關於教科書審

定工作，“是基於學習指導要領以及教科書審定
審議會專業且學術性的審議，公正中立地開展
的”。

韓斥日韓斥日““倒行逆施倒行逆施””

據日本《讀賣新聞》報道，由於2015年正值“二戰”
結束70周年，日本新版《外交藍皮書》開頭設置了

特輯，以展示戰後日本在國際協調工作中以和平國家的
姿態一路走來的實際成果，並強調今後仍會堅持下去。
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積極的和平主義”立場，展現了日
本今後將對世界安定與繁榮作出更大貢獻的姿態。報道
稱，此次特輯明確指出和平國家的“原點”在於“對過
去戰爭深刻反省之上的不戰及和平的誓言”。同時，特
輯還強調，“70年來作為和平國家的發展變化已深深浸
透於日本國民之中”。

擬今夏公開“史料”
在與中國外交關係這一章節中，藍皮書表示，日中

兩國隔海相望，在人文、經濟領域有着廣泛交流合作，
去年訪日中國遊客達到240.9萬人次，同時也首次突破
200萬人次。但藍皮書還強調，由於日中兩國政治立場不
同，在許多問題上仍有很大摩擦。藍皮書指出，“不論
從歷史事實還是國際法層面來看”釣魚島都屬於日本領
土，並指責去年中日首腦會晤以後，中國公務船仍然持
續“侵犯”釣魚島附近領海。另據日本《讀賣新聞》報
道稱，為進一步向國際社會強化對釣魚島和獨島的“主
權宣傳”，日本政府將通過由大學教授等專家組成的專
門委員會進行討論，同時委託民間研究機構搜集挖掘有
關釣魚島和獨島的“史料”，使其數據化。報道稱，日
本政府計劃在2015年夏天，將這些所謂的“史料”通過
內閣官房“領土對策室”的網站對外公佈，實現全民自
由閱覽，以便與中韓兩國在領土問題上展開對抗，公開
資料預計在100份以上。

中國堅定維護釣島領土主權
針對日本7日發佈的2015版《外交藍皮書》談到的

中日關係及釣魚島爭端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回應稱，中方願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本着“以
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同
時她強調，釣魚島屬於中國，中方維護領土主權的決心
和意志不容懷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聰、朱燁 北京報

道）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7日上午在內閣會議上

正式匯報了日本2015年版《外交藍皮書》，

其中正式寫入日本對戰爭的深刻反省，卻又聲

稱 “不論從歷史事實還是國際法層面來看”釣

魚島都屬於日本領土，並指責去年中日首腦會

晤以後，中國公務船“仍然持續侵犯釣魚島附

近領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道）
日本文部科學省6日公佈初中教科書審定結
果，新版教科書把釣魚島稱為日本“固有領
土”，並在南京大屠殺等歷史認識問題的表
述上出現倒退。有媒體預測此次日教科書問
題或將成為外交的新糾紛火種。對此，中國
外交部7日回應稱，日方對有關問題的認識
和處理，實質上反映出日方能否持有誠實、
負責任和正確的歷史觀。中方再次嚴肅敦促
日方本着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以正確的
歷史觀教育年輕一代。
據報道，日本文部科學省2014年1月修改

了教科書審定標準，要求教育界在沒有定論的
歷史、領土問題上適度體現政府官方主張。特
別是在與日本相關的領土爭議問題上，地理、
歷史、公民三種教材18本教科書中均提及日本
政府的立場和主張，沿用了“固有領土”的日
本官方說法。對此，華春瑩表示，中方對日本
國內有關動向表示嚴重關切。她強調，釣魚島
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這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無論日方採用什
麼手段宣傳自己的錯誤立場，都無法改變這一
基本事實。

以實際行動改善與鄰國關係
談及日本新版教科書中出現篡改南京大

屠殺等歷史問題的表述時，華春瑩表示，南
京大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侵華戰爭中犯下
的殘暴罪行，鐵證如山，早有定論。她強
調，歷史就是歷史，不能也不容篡改。中方
再次嚴肅敦促日方本着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
度，以正確的歷史觀教育年輕一代，切實履
行正視和反省侵略歷史的承諾，以實際行動
為改善與鄰國關係作出努力。

■日本公佈外交藍皮書，釣魚島仍是焦點。 資料圖片

■日本內閣官房網站，不僅針對釣魚島，還針對日韓爭
議的獨島和日俄爭議的北方四島。 網上圖片

■日本早前曾出現過右翼勢力篡改教科書事件。
網上圖片

■日本新教科書篡改領土問題。 網上圖片

■■““東方紅東方紅22號號””日前在西北太平洋作業時日前在西北太平洋作業時
遭日方干擾遭日方干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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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 VALDEZ L.L.P林志豪林志豪林志豪與包德士律師事務所 Tel: (713) 339-4200
Fax:(713) 339-4299

☆跨國公司成立﹐併購﹐調查﹐文件審閱
☆L-1 跨國公司經理及專業人才身份證及綠卡
☆投資移民（直投及區域中心）規劃及申請
☆EB-5審慎評估﹐風險調查﹐投資審查
☆E-2投資簽證（臺灣﹑加拿大﹑新加坡適用）
☆H-1B工作簽證﹐PERM勞工證申請

9999 Bellaire, Suite 360,
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

網址: linlawfirmusa.com; Email: info@linlawfirmusa.com

商務移民法律權威

超群記錄﹐鐵的事證
移民辯護及其他

車禍及醫事法律部

遺產規劃與信托 家庭
☆遺囑﹐保險與避稅信托
☆遺產規劃與處理遺囑認證
☆法定與醫療授權書﹐醫師指令
☆財產保護規劃﹐諮詢顧問
☆生前信托﹐成人監護權申請

☆協議離婚﹐爭議離婚訴訟
☆跨國離婚﹐單方離婚
☆婚前與婚後財產協議
☆收養﹐監護﹐改名
☆兒童撫養費

☆政治避難面談﹐上庭﹐移民法庭辯護﹐遞解程序
☆移民上訴﹐交保釋放﹐案件重開﹐翻案申請
☆212﹐601及各種境內﹐境外﹐及法庭豁免申請
☆移民犯罪﹐非法居留﹐取消遞解出境
☆17年經驗﹐數百成功案件

☆車禍﹐工傷﹐人身傷害﹐醫療疏失﹐用藥錯誤
☆藥物以及醫療用品產品責任追償
☆醫療研究與專業的國家利益豁免（NIW)與傑出人才的申請

特別介紹部門主任：黃清濱醫師/法學博士/臺灣律師執照，畢業於陽明醫學

院，24年的資深內科與家庭醫師資曆，臺灣及中國醫師執照。臺灣明德醫院副院長，
前臺灣醫事法律學會理事長，醫事法權威。臺灣東海大學法學博士以及法學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碩士。
歡迎臺灣醫事法權威黃清濱醫師/法學博士加入本所為廣大僑民服務。
黃醫師在臺灣有超過2，000件董事法代理案件的經驗與記錄。將以他專業的醫療
及法律眼光，協助本所律師辦理及辦認傷害與責任，為客戶尋求最高的賠償。辦理
案件包括：

09/09/14 L-1申請批准
09/04/14 L-1申請批准
08/22/14 L-1申請批准
08/06/14 L-1申請批准
07/30/14 L-1申請綠卡批准
07/16/14 L-1申請批准
06/09/14 L-1申請批准
05/27/14 L-1申請批准
05/21/14 L-1申請批准
03/28/14 B-1跳過L-1EB-1C綠卡批准

03/04/14 L-1申請批准
12/16/14 L-1申請批准
11/18/14 L-1申請綠卡批准
11/04/14 傑出商業人才綠卡批准
10/04/14 L-1申請批准
10/04/14 另一L-1申請批准
09/11/13 L-1申請批准
09/05/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8/23/13 L-1申請批准
08/12/13 L-1申請批准

07/19/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7/01/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5/23/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5/20/13 L-1申請批准
04/22/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3/29/13 L-1申請批准
02/13/13 L-1申請批准
12/10/12 L-1申請批准
12/03/12 L-1申請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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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總統馬英九昨
天說，東海的和平是所有在東海
周邊的國家與地區所高度盼望，
中華民國會持續在這個議題上努
力。

馬總統上午在總統府接見日
本 交 流 協 會 會 長 大 橋 光 夫
（Ohashi Mitsuo）等人時表示，
再過3天就是台日漁業協議簽署
兩週年的日子，兩年前台日簽署
這項協議後，使得雙方邁向和平
與合作方面，跨出極為重要的一
步，大家都記憶猶新。

總統說，也注意到大陸觀光
客又回到日本，日本的廠商也再

回到大陸投資，整個氣氛的改變
都是應該努力的目標。

「東海的和平是所有在東海
周邊的國家與地區所高度盼望的
」，他表示，中華民國會持續在
這個議題上努力。

馬總統說，台日目前為止已
簽署 25 個協議，可說是 40 年來
關係最緊密的時刻，尤其是在
1972 年兩國斷交後；去年有 99
位日本國會議員訪台，同時在
47 個都道府縣地方政府中，有
30 位重要地方首長訪台宣傳當
地物產與觀光，顯示台日雙方關
係不是停留在高層，地方政府間

也有密切往來。
台日兩國間的觀光客去年達

到460萬人次，這是歷史新高。
總統說，他 2008 年上任時只有
250 萬人次，幾乎增加 1 倍；雙
方 互 訪 人 次 也 同 樣 分 別 創 下
新高。

總統說，目前兩國正在協商
的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及關務合作
，希望能儘快完成，對雙方相互
投資都有很大幫助；有了這些基
礎，包括投資協議等，下一步來
談經濟夥伴協議的時機就愈來愈
成熟。

（中央社）鄭南榕殉道26週年追思紀念7日下午在金寶山墓
園舉行，台北市長柯文哲致詞表示，決定明年舉辦學術研討會紀
念鄭南榕，並深化基金會周邊 「自由巷」的社區總體營造。

鄭南榕殉道26週年追思紀念昨天在新北市金山舉行，雖然氣
溫驟降，但不少民眾與民代上山追思。鄭南榕遺孀葉菊蘭、民進
黨主席蔡英文、台北市長柯文哲等人，一起在風雨中默哀、追思
，會中也朗誦詩詞與以歌唱懷念鄭南榕。

蔡英文說，每年都會追思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的犧牲，並
更加珍惜民主的價值。今年有兩個重要的元素是，柯文哲以及推
動監督國會的 「七年級」生林祖儀來參加。

柯文哲致詞時表示，去年也是約在這時候，前往位於台北市
的鄭南榕紀念館參觀，鄭南榕當年殉道的地方，讓柯文哲駐足。
他說，當年鄭南榕殉道時，他還是台大醫院的醫師，只是很震驚
，是什麼力量促使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而做出如此激烈
的舉動。

柯文哲表示，言論自由就像是空氣、水對於人一般的重要與
自然，但現在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當年的言論限制時代，很難想
像。

「這30年來，台灣確實進步很
多」，柯文哲說，但更重要的意
義是，現在的民主自由是許多人
犧牲換來的，更要確保如何繼續
維持下去。

柯文哲說，前幾天，鄭南榕的
遺孀葉菊蘭邀請他參加追思會，
上任之後，因為處理市政，還沒
有時間思考 「言論自由日」的議
題，昨天市政會議後，他決定明
年舉辦鄭南榕學術研討會，並深
化鄭南榕紀念館基金會、台北市
民權東路3段106巷3弄（自由巷）周邊的社區總體營造。

蔡英文到場時，柯文哲一度起身致意要讓座，蔡英文原與柯
文哲隔著葉菊蘭、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長許章賢兩個座位，後來小
英與柯P被安排坐一起。

PTT官方粉絲團主編，推動監督國會、公民教育的林祖儀在
紀念會中，以 「年輕世代的公民覺醒」發表演說，強調選賢與能

，也要罷免不賢能的人。
「言論自由正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與重要基礎」，許章賢

表示，當年鄭南榕爭取的言論自由，在去年的直轄市長選舉中，
印證 「改變成真」，鄭南榕衝撞當時政府箝制言論自由的作為，
在台灣爭取民主自由過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病人多 陳佩琪：陳情案勉為其難收下

（中央社）鄭南榕殉道26週年追思紀念
昨天下午在金寶山墓園舉行，民進黨主席蔡
英文表示，除了紀念鄭南榕，更應深思的是
如何確保前人犧牲所換來的自由與民主。

「自由時代」雜誌創辦人鄭南榕，因宣揚
台灣獨立運動（於1988年12月10日國際人
權日刊登 「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於
1989年1月21日接到涉嫌叛亂的法院傳票。

為追求言論自由，鄭南榕於1989年4月7
日，為了凸顯 「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在軍警企圖逮捕之際引火自焚殉難。

對於這一起發生在 26 年前的事件，民主
進步黨主席蔡英文與鄭南榕遺孀葉菊蘭、台
北市長柯文哲等人，在風雨中一起追思紀

念。
致詞時，蔡英文表示，鄭南榕的犧牲也象

徵民主的開端，她曾經在民主進步黨中央黨
部附近的咖啡館，看見外面張貼著鄭南榕的
紀念相片，才深深覺得鄭南榕所爭取的言論
自由，在年輕人的心目中的印象是什麼。

蔡英文說，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已經將4
月7日訂為 「言論自由日」，也將在國會持
續推動訂立紀念日，目的在紀念鄭南榕為追
求言論自由，而奉獻犧牲的精神。

「政治人物應該有更多責任感」，蔡英文
說，深化民主才能讓前輩犧牲所換來的民主
與自由更確保。這也是每年紀念鄭南榕，所
提醒大家的使命與責任。

（綜合報導）前行政院長
謝長廷昨天說，兩岸政策處理
得不好，民進黨即使 2016 執政
，也不能穩定；民進黨現在九
合一選後正強的時候，是兩岸
政策最好的調整時期。

謝長廷昨天在主持的廣播節
目指出，台灣的兩岸政策要有
60%以上人民支持；現在民進黨
的支持度約30%，國民黨也只有
約30%，民進黨要去尋求60%以
上的共識，這才是台灣共識，
才有辦法與大陸展開談判，有
強而有力的民意基礎做後盾。

他說，台灣共識就是台灣多
數人的共識，一定是包括民進
黨、也一定包括國民黨；台灣
共識一定是超越黨派。

他認為，台灣共識絕對不是
民進黨共識，絕對包含國民黨
的，在他看來，是包含國民黨

的 「中華民國」， 「國民黨都
說中華民國，我們都說台灣，
他們有他們的支持者，我們有
我們的支持者」，但是，中華
民國就是台灣，中華民國等於
台灣，這樣合起來應該就有60%
、70%的支持。

謝長廷說，中華民國從何而
來， 「就是憲法嘛」，台北市
長柯文哲也好、台南市長賴清
德也好，不管誰，就是根據憲
法選舉、宣誓，所以一定要遵
守憲法， 「你不遵守憲法，軍
人可以把你當成叛亂捉起來」
，這一定要面對現實去處理，
遵守憲法，若要改，再來改，
「不能說跟我不一樣，我就不

遵守，這就構成矛盾了」。
謝長廷也認為，民進黨 2016

應該是會贏，雖然有人說民進
黨兩岸政策若不改不會贏，但

他認為 「這個也不一定」；兩
岸政策美國能接受、中國能容
忍，當然是最好，但若民進黨
政策不能滿足這些條件，是不
是 2016 選舉就不會贏？他認為
「不一定」。
他說，國民黨現在氣勢低、

找不到人選，說不定民進黨也
會贏，但若美國、中國的問題
處理得不好，即使執政，也不
能穩定，要穩定，還是要有一
個穩健的兩岸政策。

至於兩岸政策何時調整？謝
長廷認為，民進黨現在九合一
後正強的時候來調整，是最好
的，若是很弱時才要反省，反
被人認為沒自信，是選輸了才
調整， 「選贏時，我不是怕輸
、我是贏，為了負責任，我來
調 整 ， 這 是 最 好 的 調 整 時
期 」 。

總統總統：：東海和平是區域高度盼望東海和平是區域高度盼望

柯文哲：明年舉辦鄭南榕學術研討會
紀念鄭南榕 蔡英文：深化民主確保自由

謝長廷：調整兩岸政策現在最好時期

（綜合報導）台北市長柯
文哲太太陳佩琪昨天針對聯開
宅陳情案在臉書發文澄清，表
示自己急著想看下一個病人，
只好勉為其難收下，並忠於承
諾，轉給市長，沒有要干政的
意思。

日前美河市一名主委憂心
納入社會宅後，影響房價，拿
著資料到陳佩琪開設的小兒科
診所，要她收下轉交給政府部
門。陳佩琪日前接受媒體訪問
時談到此事，並表示，當下雖
然表明拒絕，但怕延誤多名病
人就診時間，收下資料後對方
也隨即離開。柯文哲對此則回
應，為減少太太麻煩， 「人家
拿 給 她 的 東 西 我 都 特 別 不
看」。

陳佩琪昨天在臉書發文提
及此事，表示自己對該名主委
沒有抱怨之意。她今天在臉書
再度發文，表示前天PO文的
結果，在網路新聞又被罵翻了
，因此她要再澄清一些事。

陳佩琪表示，有人說她收
陳姓主委的資料，並轉交給市
長，就是關說，就是干政。其
實那天她們對話的時間不長，
但看診的當下，陳佩琪一直表
明請陳姓主委直接送市府處理
，但她卻一直強調已送市府，
堅持要陳佩琪再拿一份給市
長。

陳佩琪表示，當天病人甚
多，不收陳姓主委的資料，她
沒要離開的意思，因急著想看
下一個病人，只好勉為其難收

下，既然收下，就只能忠於自
己的承諾，轉給市長，並表示
自己沒有要干政的意圖。或許
她的處理方式不佳，但她當下
真 的 不 知 該 如 何 處 理 這 種
場面。

陳 佩 琪 在 文 中 也 談 到 ，
「有人說怎麼沒人拿給第一夫

人陳情信，就只會拿給妳，代
表你就是一個潛在會干政的女
人」，聽了心裡真是難過到無
以復加。

她說，醫療是她的工作，
門診是開放空間，任何人均可
進出，當天陳主委是否有利用
小孩名義掛號進入，或是未掛
號，利用病人交接空檔闖入，
她不得而知。

馬總統接見日本交流協會馬總統接見日本交流協會
總統馬英九總統馬英九（（右右））77日在總統府日在總統府，，接見日本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接見日本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Ohashi MitsuoOhashi Mitsuo

）（）（左左））等人等人。。

李蒨蓉登阿帕契風波李蒨蓉登阿帕契風波 國防部致歉國防部致歉
藝人李蒨蓉登上阿帕契直升機藝人李蒨蓉登上阿帕契直升機，，國防部發言人羅紹和國防部發言人羅紹和（（左左））77日公布最新懲處名單日公布最新懲處名單，，國防部總國防部總

督察長陳添勝鞠躬向國人致歉督察長陳添勝鞠躬向國人致歉（（右右）。）。

公投盟籲民進黨 訂鄭南榕日公投盟籲民進黨 訂鄭南榕日
公投護台灣聯盟總召蔡丁貴公投護台灣聯盟總召蔡丁貴（（中中））77日率眾前往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日率眾前往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呼籲民進黨呼籲民進黨20162016

年中央執政後年中央執政後，，將將44月月77日鄭南榕自焚殉道日訂為日鄭南榕自焚殉道日訂為 「「鄭南榕日鄭南榕日、、言論自由日言論自由日」」 。。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5年4月8日（星期三）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據中國媒體近日報道，四川廣安鄰水縣一幼
兒園園長在駕車上班途中，捎帶一名就讀該園的3
歲女童一同前往。
放學後，女童家長來接人時，竟發現孩子已

被悶死在園長車內。目前，涉事幼兒園蔣姓園長
已被警方採取強制措施，女童的班主任楊某已被
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立案調查，相關善後工作正在
進行中。
據多名知情者表述，鄰水縣解慍幼兒園園

長蔣某駕駛私家車去上班，途中偶遇在該園讀
小班的王某和家長，蔣某便停車將小孩子接
上。到學校後，蔣某把車停在校園內的操場邊
樹蔭下。
當日，王某的爸爸打算去幼兒園接回孩子

時，班主任楊某竟告訴他王某當天未到班上
課。王某家長在校園中焦急尋找一圈後，竟發
現孩子倒在園長車內。後送醫搶救，但王某已

經死亡。據了
解，事發當天
鄰水城郊最高
氣溫為25℃，
日曬烈度較
大。
知情人士

稱，蔣某今年
大約 40 歲。
“她是一個很
好的人，工作
認真負責，對
家長和孩子也
很和善。”目
前，鄰水當地
相關部門正積極介入調查處理，善後工作也正
在進行中。 ■記者周盼四川綜合報道

搶救肝衰竭高中生
大學生接力獻血

3歲女童悶死園長車內

烏魯木齊建築工地旁現烏魯木齊建築工地旁現““火山口火山口””

絲帶鎖同心

近日，蚌埠玻璃工業設計研究院電子信息顯示超薄
玻璃生產線，穩定生產出0.2毫米超薄玻璃基板，打破
自己去年剛剛創造的0.3毫米國內電子玻璃工業化生產
極限，完美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截至目前，蚌埠玻璃設
計院成為國內唯一具備批量生產0.2毫米至1.1毫米全系
列品種超薄浮法電子玻璃的企業。

在蚌埠玻璃設計院超薄玻璃生產線上，記者看到僅
有0.2毫米厚的超薄玻璃似一張紙片，在兩名工作人員
的手中輕鬆實現了近乎對折彎曲。

■中新社

新疆烏魯木齊
市西泉街某小區建
築工地附近山坡
上，日前出現了一
個“火山口”，這
個入口呈不規則圓
形，直徑約 80厘
米，呈喇叭狀，遠

遠觀望，裡面冒出熱氣，讓洞口的周圍都在微微抖動，
在離洞口1米的範圍內，熱浪撲面而來，讓人睜不開
眼，洞裡的紅光在山灰色的背景下顯得異常惹眼。
據在附近工作的建築工人介紹，這個洞早在去年6

月就有了，當時只有20厘米左右，沒有現在這麼大。聽
老輩的人說是地下煤層在燃燒，已經很多年了。

■記者王辛鵬烏魯木齊報道

從超市買回15個
雞蛋，打開發現個個
都是雙黃，這讓湖北
武漢洪山區的熊先生
感到很是奇怪。熊先
生介紹，日前，他在
小區附近的一家大超
市購物，看到有雞蛋
做特價活動，且個頭
較大，便買了15個。
這幾天，他先後打開10個食用，發現個個都是雙黃蛋。
後來，他又打開幾個，發現依然是雙黃。
據華中農業大學家禽學教授龔炎長介紹，母雞在產

蛋初期或受外界刺激時，都可能因排卵異常產下雙黃
蛋。總的來說，出現的幾率較小，但是可以放心食用。
另外，雙黃蛋個頭比普通雞蛋大，商家包裝時可能將個
大的放在一起，所以熊先生才一次買了這麼多雙黃蛋。

■荊楚網

市民買回市民買回1515個雞蛋個雞蛋 全是雙黃全是雙黃

■日前，熊先生從超市買回15
個雞蛋，發現全是雙黃。

網上圖片

重慶萬州魚泉中學重慶萬州魚泉中學1616歲的高二學生佘磊歲的高二學生佘磊，，不幸患不幸患

了肝衰竭了肝衰竭，，病痛已讓他神志不清病痛已讓他神志不清。。醫生說醫生說，，情況不容情況不容

樂觀樂觀。。此時此時，，一群和他素未謀面的一群和他素未謀面的，，來自重慶工程學來自重慶工程學

院大一的哥哥姐姐們院大一的哥哥姐姐們，，用接力獻血的方式為他帶來了用接力獻血的方式為他帶來了

重生的希望重生的希望。。 ■■記者記者 楊毅楊毅 重慶報道重慶報道

獻血的重慶工程學院學生都是佘
磊親戚小吳的同學。小吳說，

她去西南醫院看佘磊時，病床上的佘
磊意識模糊，為了保證他完全臥床，
醫院用束縛帶把他綁在了床上，讓小
吳揪心不已。

血液緊張 發動同學幫忙
“幫我們想想辦法吧，他需要

大量輸血，但這邊血液本來就緊
張，有錢也買不到啊。”佘磊的姐
姐小君為了弟弟的事兒早已焦頭爛
額。小吳剛到重慶上學，只認識班
裡的同學。“你看看能不能明天過
來幫忙獻個血，人命關天啊。”小
吳給室友王茜茜打了救助電話。接
到電話後，王茜茜花了一個小時的
時間，編發了一條求助信息到學

校、班級和自己熟悉的各個QQ群
裡。她說：“我們希望能找到更多
的人。”當晚，就有10餘人給王茜
茜打電話，表示願意去獻血。

如約獻血 母親感動不已
6日一早，重慶工程學院的同學

如約來到西南醫院獻血，但因為通知
比較急，不少同學並沒有做好獻血的
各項準備，最終只有三位同學順利獻
血。
佘磊的母親黃素芬整日為兒子的

病以淚洗面，看到這麼多陌生的孩子
為兒子獻血，她不住地說謝謝，“娃
娃都是善心人，以後會有好報的。”
“阿姨，我去年得囊腫，手術也是用
的別人的血，我這是回報，你不要說
謝謝。”學生小王說。

7日，許多情侶登頂濟南千佛山，
在一把碩大的“同心鎖”上繫紅絲帶鎖
同心，整個山頂被絲帶“染紅”。

■中新社

蚌埠產玻璃蚌埠產玻璃 可對折彎曲可對折彎曲

■■烏魯木齊建築工地烏魯木齊建築工地
旁驚現旁驚現““火山口火山口”。”。
香港文匯報新疆傳真香港文匯報新疆傳真

■母親懷抱女兒悲痛欲絕。
網上圖片

■■重慶工程學院的學生為佘磊獻血後重慶工程學院的學生為佘磊獻血後，，
展示獻血證展示獻血證。。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躺在病床上的佘磊躺在病床上的佘磊。。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5年4月8日（星期三）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近期新三板
漲勢引發投資者矚目，截至3月底，今年三板成指和三
板做市指數累計上漲達62.9%和89.5%，暴漲幅度遠超A
股指數。就在新三板火爆異常下，業內人士對此發出警
示，稱新三板詬病較多，其行情存在短期內高築倉位的
風險，且交易不設漲跌停限制。
面對隱藏的風險，監管層也表現出顧慮，有市場傳

聞稱投資者門檻下調至50萬元（人民幣，下同）的想法
恐難以實現，競價交易也將延期，同時7日消息稱新三
板掛牌企業補貼在全國範圍內被暫停。
所謂新三板其實就是指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權交易

平台，目前個人參與新三板的資金門檻為500萬元證券資
產，之前曾有投資者揣測，認為為吸引更多投資者提供充
分的流動性，新三板入市門檻有望被降低至50萬元。然
而，就在近日舉行的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公司內部
會議上，傳來競價交易、降低投資者門檻延期的消息。有
與會者表示，因新三板火爆之下暗藏異象，之前所猜測的
投資者門檻下調至50萬元或將無法實現。

與此同時，7日還有消息稱新三板掛牌企業補貼被
暫停，之前此項獎勵金額多在30萬至200萬元之間。業
內稱此舉或是想給急於入市新三板的企業降降溫。

新三板門檻料難降至50萬

香港文匯報訊 葉氏化工聯合亞洲防盲基金會
及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共同發起的大型公益項目“葉
氏化工流動眼科手術車十年捐贈計劃”正式啟動
2015年的捐贈行動，向山西省捐贈一部價值約250
萬港元的全新流動眼科手術車“復明6號”，以助
當地的貧困白內障患者重獲光明。

捐贈儀式在山西省康復研究中心舉行。多位山
西省領導人，包括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張建欣、
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閆晨曦、山西省殘疾人聯
合會理事長李亞明、省衛計委副巡視員王建新，及
葉氏化工集團執行委員會委員兼紫荊花塗料集團總
裁葉鈞、亞洲防盲基金會副會長兼行政總裁陳梁悅
明等出席啟動儀式。

葉氏化工贈山西流動眼科手術車

浙8大民企組“浙民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晝杭州報道）由浙
江省工商聯牽頭發起，浙江省內八家大型民營龍
頭企業和一家基金公司共同成立的浙江民營企業
聯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浙民投”)7日上午
召開創立大會暨第一次股東大會，這標誌着浙江

省最大的民營投資公司正式投入運營。“浙民
投”首期實繳註冊資本50億元（人民幣，下
同），計劃幾年內分期增資，逐步增資到300億
元，未來“浙民投”將主要通過併購、加盟等方
式投資浙江省的優勢產業，包括互聯網、金融，
以及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裝備製造等在內。

計劃未來投資浙江新興產業
組建“浙民投”是浙江省深化金融改革、創

新投融資體制的重要內容，也是浙江省民營企業
探索以資本為紐帶駕馭發展資源的新發展模式。
去年11月，經浙江省政府同意，在省金融辦的指

導下，省工商聯、省工行、正泰集團等成立籌建
組，正式啟動“浙民投”籌建工作。今年3月，
簽署發起人協議，成為浙江省首家“浙字號”民
營大型投資公司。
籌建消息對外發佈後，籌建組先後與30多家

民營企業進行洽談和接觸，最終確定了正泰集團、
富通集團、巨星控股集團、臥龍控股集團、萬豐奧
特控股集團、奧克斯集團、聖奧集團、杭州錦江集
團、工銀瑞信旗下工銀瑞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等9
家企業作為股東單位，產業涵蓋智能電器、新能
源、通信、機械製造、汽配、家電傢具、環保、醫
療、金融等多個領域。

■■““浙民投浙民投””召開創立大會召開創立大會。。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中國樓市或現小陽春
新政首周穗新樓成交升17%

業界人士表示，從最近幾周的樓市成交趨勢
來看，廣州樓市成交已經出現上漲的趨

勢，而在新政的刺激下，廣州樓市成交就更為活
躍了。數據顯示，新政後首周 (3·30—4·05)廣州新
建商品房住宅共網簽1,751套，環比上上周(3·
23—3·29)1,495套上升17%。其中，中心六區環
比上漲26%至620套，外圍五郊區則環比上漲
13%至1,131套。在新政刺激下，多個在售樓盤
的看樓買家都有所增加，不過由於部分銀行的新
政尚未正式落地，導致部分買家仍在觀望。

從區域來看，一度存量高企的黃埔區樓市，
上周成交量超越了風頭正勁的南沙自貿區，以

364套的成交量躍居全市首位，網簽價為12,938
元/平米。南沙自貿區成交量同樣火，以305套排
名第二。業內人士認為，樓市新政下更有利於穗
中心區外圍的樓盤成交，尤其是剛需及改善型的
物業。從成交均價來看，新政首周成交均價則回
落至14,208元/平米，環比跌4%。

開發商暫未現大幅上調價格
廣東中原項目部總經理黃韜表示，在目前環

境下，穗開發商除了庫存壓力外，也有不小的資
金還貸壓力，暫時未出現大幅度漲價的現象。

另外，據《北京晨報》報道，在過去一周（3

月31日至4月5日的六天內），北京新建住宅網簽
銷售房屋2,063套，按月增長19.04%，按年增長
191.8%。《證券日報》引述亞豪機構統計資料顯
示，今年首季北京單價超過10萬元/平方米的豪宅
成交114套，按年暴漲2.8倍。分析師預料，北京
四環內房價將進入8萬元時代。
上海亦再出現排隊買樓情況。中國《每日經濟

新聞》報道，綠城旗下融綠在新政推出當晚，旗下
新盤黃埔灣、御園有人群在排隊買樓，於上月31日
融綠單日銷售額達4億元。而成都在剛過去的長假
期，睇樓人數明顯增加，有代理指單計長假期首日
已有100多位準買家睇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蔡競文）“3·30”樓市新

政落地已有一周時間，根據網易房產監控穗網簽數據顯

示，新政後首周廣州網簽成交1,751套新建商品房住宅，

環比上升17%。不過，成交均價則回落至14,208元（人民

幣，下同）/平方米，環比下跌4%。在新政利好作用下，

向來淡靜的清明樓市成交也有所升溫。4月4日、5日兩

天，廣州一手房網簽成交326套，日均成交163套一手

房，而去年清明假期廣州一手房日均簽約量不過百套，成

交量同比去年大幅上漲了75%。在清明節長假期，除了廣

州外，北京、上海及成都商品房的銷情也熾熱起來，中國

樓市或現小陽春。 ■■穗樓市目前暫未出現大幅漲價狀況穗樓市目前暫未出現大幅漲價狀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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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數碼全新數碼XX光減少輻射光減少輻射
●●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
●●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
●●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
●●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

楊臻牙醫博士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牙醫全科

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畢業
德州大學植牙 preceptorship 畢業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直線鋼絲（Straight wire)矯正Certified
美國牙醫協會及美國矯正協會會員
（ADA,AOS)

電話：
713-773-9889

˙CEREC碳瓷牙當天可取
˙鋼絲牙齒矯正
˙各類一般及手術拔牙
˙各種活動及固定假牙
˙人工植牙、根管治療
˙一般及深度潔牙
˙兒童牙科、包括ORAL

Sedation
˙超薄烤瓷美容貼面

本診所為您全家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門診時間：
周 二 至 周 五:
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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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廣場內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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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星期三 2015年4月8日 Wednesday, April 8, 2015

最大優惠

8
149.95$127.94

44.99
英文120個新聞、體育、娛樂頻道
˙永久免費HD高清頻道 （第一年）

香港翡翠電視9個頻道 $29.99/月

長城平台22個頻道

台灣天王套裝21個頻道+TVBS

最新優惠

$29.99/月

$29.99/月

$14.99/月

市政會議後記者會市政會議後記者會
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長柯文哲（（圖圖））77日出席市政會議後記者會日出席市政會議後記者會，，回答有關施政報告書內容回答有關施政報告書內容、、簡化簡化

公文流程等問題公文流程等問題

（中央社）藝人李蒨蓉登阿
帕契直升機，國防部長高廣圻昨
天首度對此致歉。他已要求成立
專案小組，行政疏失部分查明追
究到底，違法部分配合檢調偵辦
，查到哪辦到哪。

陸軍航特部 601 旅軍官勞乃成
帶親友進入營區以及私帶戰鬥頭
盔離營，陸軍今天在國防部記者
會上公布懲處名單，國防部長高
廣圻隨後特地趕到國防部記者會
表示歉意。

媒體追問高廣圻是否會自請處
分，高廣圻表示： 「我是政務官

，會負起應負責任」。
高廣圻表示，近來國軍的軍紀

和安全事件，社會各界對國軍指
責，嚴重影響國軍軍譽，他深感
痛心，也向國人表達最大歉意，
他會反躬自省，對各界批評和鞭
策，國軍會誠實面對、虛心檢討
、全面改革。

他說，陸軍航空特戰部違反內
部管理案，他責成督察長、政治
作戰局、政風室立即編成專案小
組，由國防部副部長劉震武負責
，深入調查，負責釐清疑點，從
制度面、實務面探討相關問題。

高廣圻說，行政疏失部分會查
明追究到底，涉違法部分配合檢
調偵辦，查到哪辦到哪，不姑息
、不包庇。

高廣圻說，國軍也舉行全軍軍
紀檢討會，要求國軍幹部嚴以律
己，破除特權心態，不分官階，
要自重自愛、守法重紀，大部分
官兵仍是任勞任怨、奉公守法，
少數人違反分際，讓大家長期努
力化為烏有，這次事件使國軍深
有警惕。

（中央社）國防部針對
阿帕契案提出 8 大缺失檢討
，特別指出資安管控流於形
式，陸軍 601 旅中隊前副隊
長勞乃成中校身為單位資安
長，違規帶親友進營區，縱
容拍攝機敏處所裝備，知法
犯法。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 601
旅中隊前副隊長勞乃成中校
3 月 29 日帶李蒨蓉等一行親
友到 AH-64E 阿帕契直升機
的修護廠房參觀，甚至讓李
蒨蓉坐進機密等級相當高的
駕駛艙，模擬駕駛 AH-64E
，並違反國軍資訊安全規定
，讓李蒨蓉拍照留念。

國防部昨天上午召開記者
會，針對陸航 601 旅違反內
部管理案作出新懲處名單，
並詳列 8 項缺失檢討，包括
未遵營區會客規定、內部管
理未臻落實、管制區域督管

失能、入營安檢驗證落空、
安全警覺教育不足、資安管
控流於形式、管制軍品清點
不實、隱匿實情誤導調查。

國防部指出，勞乃成違規
攜友入營，敷衍規避檢查，
又未以詳細資料登載及查驗
證件即放行，且未管制於指
定處所實施會客，且勞乃成
身為單位資安長，未要求智
慧型手機置於會客室手機櫃
，讓親友進入管制區，縱
容拍攝機敏處所裝備，顯見
知法犯法，嚴重違反資安規
定。

隱匿實情誤導調查部分，
國防部表示，訪談時勞乃成
表示原會客登記時所載的20
人名單，是由他本人製作提
供，因部分來訪人員拒絕提
供資料，所以才先以該名冊
提供單位登記，後續到4月4
日才將26人名冊提供給旅部

，證詞前後反覆，造成民眾
質疑，亦誤導陸軍司令部調
查方向。

國防部也針對 8 大缺失擬
定 7 項精進作為，包括全軍
檢討研謀精進、落實分工綿
密管理、強化設施巡管作為
、周延警監資安機制、綿密
考核提升素質、嚴整軍品清
查作業、貫徹留優汰劣政策
。

國防部強調，勞乃成挾官
威規避會客及門禁等內部管
理規定，未來將要求各單位
重視志願役人員考評，落實
「嚴考核、嚴淘汰」留優汰

劣政策，對於少數品德、操
守不佳，及對工作無法勝任
人員，即檢討汰除，務使每
位官兵都能適才適所，確維
部隊戰力。

（中央社）藝人李蒨蓉登阿
帕契直升機事件延燒。監察委員
劉德勳、王美玉、仉桂美昨天立
案調查，將從軍紀、管理缺失和
資訊安全配套等民眾關心的面向
著手調查。

陸軍航特部601旅軍官勞乃成
帶親友進入營區和私帶頭盔出營
案，陸軍目前公布懲處名單共18
人，勞乃成移送法辦，並累計 2
大過將依按規定淘汰。軍方調查
同時發現 601 旅旅長簡聰淵也曾
帶親友入營。

監察委員劉德勳、仉桂美和王
美玉立案調查，劉德勳表示，最
近看到這些事件，代表軍紀渙散

，資訊安全管理也出現嚴重的問
題，監委認為有深入調查的必
要。

監委仉桂美說，此案件牽涉這
麼多人，顯見 「這絕對不是一兩
天的問題」、 「軍紀長期的管理
一定有問題」，顯然是管理機制
整個鬆垮了；她說，平常管理機
制運作的狀況為何？有無落實？
資訊安全配套為何？監委將從制
度面和實務面一次查清楚。

王美玉受訪指出，阿帕契直升
機是很重要的、要保密的武器，
但從近日事件發展，讓人質疑
「軍紀是否已經敗壞到此地步？

特權、走後門好像成了這個國家

常見的事」。
王美玉說，軍方對待勞乃成與

上級長官，以及對待洪仲丘案，
被外界認為有兩套標準；軍方處
理軍紀案，第一時間完全信任勞
乃成的講法，只記了3 個申誡，
最後案情像擠牙膏一樣，愈擠愈
多，連外籍人士都進去營區，讓
人覺得不可思議， 「軍紀敗壞到
這樣的程度嗎？」、 「不知道還
有多少牙膏會被擠出來」。

她說，根據這幾天媒體報導以
及軍方處置方式，讓人覺得軍方
是想官官相護，欲蓋彌彰，最後
愈搞愈大，監委們看不下去，決
定立案調查。

陸軍檢討8大缺失指資安流於形式

阿帕契案 監委立案調查

（中央社）藝人李蒨蓉登阿帕契直升機事件延燒，陸軍昨天
公布檢討，國防部總督察長陳添勝向大眾致歉。他說，未來人員
進入營區，軍方管制作為不分官階和職務，並將落實智慧型手機
管制。

陸軍航特部601旅軍官勞乃成帶親友進入營區，以及私帶戰鬥
頭盔離營，陸軍昨天在國防部例行記者會公布檢討結果，國防部

總督察長陳添勝在記者
會一開始就先向大眾致
歉。

陳添勝說，軍方缺失
包括未遵營區會客規定
、內部管理未臻落實、
管制區域督管失能、入

營安檢驗證落空、安全警覺教育不足、資安管控流於形式、管制
軍品清點不實以及隱匿實情誤導調查。

軍方調查發現，勞乃成去年10月29日於龍潭執行飛行訓練後
，未填具三聯單把頭盔攜至台南歸仁基地，10月30日在歸仁基
地執行飛行訓練，10月31日勞乃成休假把頭盔帶回台北家中，
11月2日才攜頭盔返營。

軍方未來將落實分工綿密管理、強化設施巡管作為、周延警
監資安機制、綿密考核提升素質、嚴整軍品清查作業和貫徹留優
汰劣政策。

陳添勝說，各營區會客、洽公程序都有規定，但如果人員不
遵守，仍未能杜絕弊端，未來參訪或會客地點應再行檢討律定動
線和規範，管制作為和安全檢查不分官階和職務，不可發生便宜
行事或濫用職權的事情。

軍方將加強對飛機棚廠巡管作為，要求落實人員進出管制和
登記。在智慧型手機使用部分，國防部將要求各單位確依 「國軍
營內智慧型手機管制試行要點」，做好智慧型手機管制。

對勞乃成私帶頭盔出營的事件，軍方對各項管制性軍品，將
落實定期和不定期清點，針對位入庫裝備，立即回報單位主管追
查繳庫，並將軍品管理列為督查重點。

阿帕契案 軍方落實智慧型機管制

繼續調查阿帕契案 懲處違法違規人員

阿帕契案阿帕契案 國防部長高廣圻道歉國防部長高廣圻道歉

（中央社）軍
方調查藝人李蒨蓉
登上阿帕契案，發
現不只軍官勞乃成
私帶親友進入營區
。國防部昨天表示
，將繼續進行調查
，若有違法或違規
事實，會有下一波
懲處。

陸軍航特部 601
旅軍官勞乃成私帶
親友進入營區以
及私帶戰鬥頭盔離
營，軍方昨天在國

防部例行記者會上
公布檢討結果。

軍方調查過程發
現 不 只 勞 乃 成 ，
601旅旅長簡聰淵
少將今年2月20日
也有邀請親友共 4
人參觀機棚，簡聰
淵被記過 3 次，並
調離現職處分。

陸軍在3日公布
的調查結果沒提到
簡聰淵也違規，調
查進入營區的親友
團 20 人，也和檢

調查出的 26 人不
一樣，國防部發言
人羅紹和說，陸軍
司令部 3 日公布是
初步行政調查結果
，跟社會期待還有
後續發展有落差，
國防部長高廣圻非
常嚴肅要求陸軍司
令部檢討改進。

羅紹和說，專案
小組用認真負責任
的態度調查，昨天
調查發現新事證，
簡聰淵的部分是確

實的，因此將他調
離現職，至於是不
是還有其他違規事
實，昨天會繼續進
一步了解。

羅紹和表示，高
廣圻下令要深入調
查及釐清相關疑點
，因此專案小組將
持續到 601 旅訪查
，清查所有的會客
記錄和比對資料，
調查是否還有其他
違反內部管理的情
事。

羅紹和說，若有
違法事實或違規事
實，會有下一波懲
處，請大家支持相
信國防部的處置。

羅紹和表示，專
案小組人力有限，
將先從 601 旅個案
查起，至於 602 旅
（另一直升機旅）
或國軍其他基地的
人員管制清查工作
，則會要求各單位
自行清查，並積極
改進。

王金平訪日王金平訪日東京淺草寺祈福東京淺草寺祈福
立法院長王金平立法院長王金平77日上午率朝野立委團參訪東京淺草寺日上午率朝野立委團參訪東京淺草寺，，向觀音菩薩祈福向觀音菩薩祈福。。

阿帕契風波阿帕契風波 邱泰翰夫婦桃檢應訊邱泰翰夫婦桃檢應訊
藝人李蒨蓉登阿帕契風波藝人李蒨蓉登阿帕契風波，，隨團進入營區的前三二行館董座邱泰翰隨團進入營區的前三二行館董座邱泰翰((如圖如圖))、、王君怡夫婦王君怡夫婦66日深夜日深夜

前往桃檢應訊前往桃檢應訊，，不發一語不發一語。。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5年4月8日（星期三）4 香港新聞

穗客驚喜降價
深客大呼划算

城市城市 55星星 44星星 33星星 22星星
東京東京 44,,169169 11,,666666 997997 636636
香港香港 33,,118118 11,,256256 910910 629629
台北台北 22,,572572 11,,351351 800800 571571
首爾首爾 22,,425425 11,,190190 889889 537537
新加坡新加坡 22,,359359 11,,517517 11,,132132 607607
曼谷曼谷 11,,370370 780780 425425 259259

註註：：貨幣單位為港元貨幣單位為港元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Hotels.comHotels.com

製表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偉國鍾偉國

“趕客”匯率雙打擊 入住率下降現頹勢

酒店救亡酒店救亡 劈價四成劈價四成

香香港港過去多年來訪港旅客持續上過去多年來訪港旅客持續上
升升，，故每年均有新酒店投入服故每年均有新酒店投入服

務務。。旅發局數據顯示旅發局數據顯示，，目前全港各區目前全港各區
共有共有246246家酒店家酒店、、共提供近共提供近77..33萬間萬間
房間房間，，酒店及房間數目於過去酒店及房間數目於過去1010年年
間的增幅分別逾七成及八成半間的增幅分別逾七成及八成半；；房房
價亦年年上漲價亦年年上漲，，由由1010年前平均租房年前平均租房
約約800800元元，，加至去年平均要加至去年平均要11,,463463元元
才可訂房才可訂房（（見表見表11））。。

兩張金牛三晚五星
不過不過，，今年初發生今年初發生““反水貨客反水貨客””事事

件後件後，，旅遊業界指事件嚇退不少有意訪旅遊業界指事件嚇退不少有意訪
港的旅客港的旅客，，當中更有海外旅行社將當中更有海外旅行社將““香港香港
行程行程””下架下架。。港府的最新統計數字反映港府的最新統計數字反映，，
去年酒店的平均入住率達去年酒店的平均入住率達9090%%，，是是55年來的年來的
新高新高，，但今年但今年11月及月及22月的酒店入住率已見跌月的酒店入住率已見跌
勢勢，，分別錄得分別錄得8787%%及及8686%%，，同比分別跌同比分別跌22個百個百
分點及分點及55個百分點個百分點（（去年和今年的春節分別在去年和今年的春節分別在11月月

和和22月月）。）。
業界人士指出業界人士指出，，近月不少酒店及賓館劈價救亡近月不少酒店及賓館劈價救亡，，

冀在冀在““五一長假五一長假””挽回劣勢挽回劣勢，，現時房價比之前便宜約現時房價比之前便宜約
兩成至四成不等兩成至四成不等。。訂房網站訂房網站Hotels.comHotels.com於上月進行的於上月進行的
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去年預訂四星及五星級酒店香港去年預訂四星及五星級酒店
的平均房價分別為的平均房價分別為11,,256256元及元及33,,118118元元。。但香港文匯報但香港文匯報
記者昨午從網上搜尋多間四星及五星級酒店房價記者昨午從網上搜尋多間四星及五星級酒店房價，，今今
晚入住的四星級酒店價格介乎晚入住的四星級酒店價格介乎360360元至元至22,,000000元元，，而五而五
星級酒店價錢則介乎於星級酒店價錢則介乎於600600元至元至44,,000000多元多元。。若取中位若取中位
數計算數計算，，當中五星級酒店價格約當中五星級酒店價格約22,,300300元元，，相當於去年相當於去年
平均房價的七折平均房價的七折。。
五星級酒店中以不乏內地旅客入住的荃灣如心海五星級酒店中以不乏內地旅客入住的荃灣如心海

景酒店最經濟實惠景酒店最經濟實惠，，連服務費計算連服務費計算，，只須約只須約630630元可元可
入住設兩張雙人床的套房入住設兩張雙人床的套房；；位於旅客區的旺角帝京酒位於旅客區的旺角帝京酒
店亦只須店亦只須888888元便可入住四人豪華家庭房元便可入住四人豪華家庭房；；港島區銅港島區銅
鑼灣富豪香港酒店的最廉價套房亦只是鑼灣富豪香港酒店的最廉價套房亦只是11,,127127元元。。
四星級酒店的房價更有如四星級酒店的房價更有如““跳樓價跳樓價”，”，西環華美西環華美

達酒店套房標準價錢由達酒店套房標準價錢由11,,600600元起跳元起跳，，今晚入住連服務今晚入住連服務
費僅需費僅需360360元元，，即使周末入住亦低至即使周末入住亦低至680680元元，，較正價便較正價便
宜逾一半宜逾一半。。

蝕本接團 人頭一千
香港入境旅行團協會名譽會長吳光偉指出香港入境旅行團協會名譽會長吳光偉指出，，現時現時

部分入境團以蝕本價出售部分入境團以蝕本價出售，，收費低開至每人收費低開至每人11,,000000元元，，
酒店業同樣受牽連酒店業同樣受牽連，，房價約為以往的三折至七折房價約為以往的三折至七折。。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稱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稱，，早於上月底的七人早於上月底的七人
欖球賽已有出現吉房潮欖球賽已有出現吉房潮，，另外受幣值下跌及另外受幣值下跌及““反反
水貨客水貨客””影響影響，，均促成酒店房劈價均促成酒店房劈價。。

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城慨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城慨
嘆嘆，，香港旅遊市場過分依賴內地旅香港旅遊市場過分依賴內地旅
客客，，早年業界不斷指房間供應不足早年業界不斷指房間供應不足，，
以致近年不斷有酒店落成以致近年不斷有酒店落成，，但現在內但現在內
地客不來地客不來，，便令酒店供過於求的現象便令酒店供過於求的現象

終於浮現終於浮現。。他補充說他補充說，，長短途旅長短途旅
客及內地客旅遊表現疲軟客及內地客旅遊表現疲軟，，均使均使
酒店入住率與房價下跌酒店入住率與房價下跌，“，“未來未來
還有幾千間酒店房間落成還有幾千間酒店房間落成，，你說你說
怎麼辦怎麼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偉國）受近日“反水貨客”事件及港元匯率持續強勢影

響，今年首兩個月訪港旅客人數連續下跌，1月及2月分別按月減少 1.0%及 3.6%。在

連鎖效應下，香港零售、餐飲及酒店業亦隨着旅客減少而步入寒冬。旅發局最新數

據顯示，酒店入住率由去年的 90%高峰下滑至今年 2月的 86%，不少四五星級酒

店均現“割價戰”，最高劈價四成，2,000元（港幣，下同）即可入住五星級酒

店三晚。賓館業稱，內地客大減令香港房間供過於求，酒店減價吸走本來住廉

價旅館的客人，近兩個月入住率只有五成。

表表22：：20142014年亞洲酒店平均房價年亞洲酒店平均房價

表表11：：香港酒店數據統計香港酒店數據統計
年份年份 酒店酒店（（家家）） 房間房間（（間間））平均房價平均房價（（港元港元））入住率入住率（（%%））

20102010 175175 6060,,428428 11,,165165 8787

20112011 190190 6262,,830830 11,,356356 8989

20122012 211211 6767,,394394 11,,489489 8989

20132013 225225 7070,,017017 11,,447447 8989

20142014 244244 7272,,721721 11,,463463 909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旅發局旅發局、、政府統計處政府統計處

製表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偉國鍾偉國

荃灣荃灣如心海景酒店如心海景酒店

銅鑼灣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富豪香港酒店

旺角旺角帝京酒店帝京酒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偉國）要旅程愉快，覓得一
所住得舒適又超值的酒店休息，是每個旅客均不容忽視的
環節。酒店業步入寒冬，隨着貴價酒店劈價潮湧現，廉價
賓館的入住情況可謂雪上加霜。旅館聯會稱，3月份以來
顧客流失，改為預訂酒店，入住率跌至只有五成。一名旅
館負責人則稱，近月入住率跌至兩成。

現時香港有1,224間賓館，共提供10,828間房間，價
格一般介乎於200元（港幣，下同）至400元不等。旅發
局數字顯示，今年1月份的賓館入住率尚有82%。不過，
旅遊業賓館聯會主席劉功成指出，賓館相對而言是內地旅
客另一個價格相宜的選擇，然而近半年來的政治事件令內
地旅客卻步，4月初賓館入住率更跌至五成，比去年同期
下跌兩至三成。他解釋，房客入住前會事先付訂金，但酒
店只需600元便有交易，有顧客寧願“撻訂”住酒店，令
賓館經營更見困難，“大角咀、荃灣等非遊客區的賓館影
響最大。”他指出，同行紛紛出招搶客，有行家一見有客
人上門問價便會與隔壁賓館“鬥平”，使行內競爭愈趨激

烈。香港旅舍業商會副主席戴莉娜稱，港元強勢造就鄰
近地區的旅遊優勢，東南亞旅客寧願捨棄香港轉去日
本旅行。她經營的旅館，入住率已下挫六成。她表
示，部分接待內地團的行家以前可以每天全數出租所
有房間，但現在卻“一間房都租不出”。

負責人：難道來給人罵？
尖沙咀一賓館負責人王小姐表示，行內賓館主要做

內地個人遊生意，以往三四月份十分“旺場”，但自從出
現“反水貨客”行動後，有顧客查詢“香港是不是有人打
人、踢箱呀？”反映他們十分恐懼。與去年同期比較，賓
館今年春季的入住率只餘下約兩成。她認為，香港發生
“反水貨客”現象令旅客流失至鄰近地區，“有錢我都去
東南亞啦，難道來香港給人罵？”她續說，現時租金、人
工、各項開支成本增加，房價下調空間十分有限，擔心
“五一黃金周”亦受牽連，現時未想到對策，“你說可以
怎麼辦？我現在都在頭痛。”

旅客寧棄訂 賓館一半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內地清明
節連續放假3天，但內地旅客未如以往般
大舉赴港旅遊，香港酒店業唯有“劈價”
吸客。香港文匯報記者7日走訪尖沙咀，
發現過往人流絡繹不絕的海傍、廣東道及
天星碼頭竟然人潮疏落，為香港旅遊業敲
響警號。

廣州來客吳先生表示，過去訪港平均
花費1,000元（人民幣，下同）租住酒店，
對於今次時值假期竟能以600元入住旺角維
景酒店標準雙人房，深感意外。他坦言短期
內再訪港會“訂高級點”。他又說，受到早
前暴力趕客事件影響，需推遲訪港時間。從
事貿易行業的吳先生7日抵港，未料時值假
期，香港酒店價格竟然出現兩三成的跌幅。他
說，曾多次訪港，如非今次要購買iPhone
6，不再有興趣訪港，寧願選擇台灣、新加坡
或馬來西亞。對於早前發生的暴力趕客事件，
他一度擔心“怕被人打”而推遲來港，現在也
不敢在港拉行李箱。

一家六口：暴力事件告一段落
湖北來客王先生同妻子、兩個女兒及

父母，一行6人預計在港逗留4天，再轉往
澳門。王先生說，以500多元租住四星級
尖沙咀君怡酒店標準雙人房，他沒有留意
價錢變化，不過較想像便宜。根據記者翻
查酒店預訂網站，該酒店同樣房間於平日
索價800元至1,000元不等，現時跌幅近
半。

王先生透過網絡得知早前的暴力趕客
事件，認為事情告一段落，否則不敢攜同

家中老幼赴港。他又說，訪港內地旅客過
多，的確影響港人日常生活，但需要循正
途解決問題。他今次來港主要是觀光，如
到訪迪士尼，但不會購物，因為武漢已有
很多名牌連鎖店。

90後情侶：港人友善治安良好
90後情侶、廣州來客陳小姐及黃先生

第二度訪港，今次打算逗留3天，出發前
透過團購以400多元，入住四星級荃灣帝
盛酒店標準雙人房；再以700多元入住三
星級佐敦偉晴軒酒店豪華雙人房。陳小姐
表示，留意到酒店降價一兩成，較上次訪
港便宜。兩人均留意到早前的暴力趕客事
件，批評對方行為粗暴，不過他們認為港
人普遍友善、社會治安良好，故此不擔心
個人安危。

湖南籍賀小姐在深圳工作，以往訪港
一般即日來回，適逢酒店跌價，三人以
770元入住帝國酒店，大呼“幾抵”。賀
小姐表示，深港距離甚近，過往來港購物
或遊玩，晚上就返回深圳。今次為了招待
兩位友人才預訂酒店。同行的秦小姐是首
次訪港，坦言早前的暴力事件令人憂慮，
覺得港人情緒偏激，擔心個人安危。

另外，重慶來客蔣小姐及譚小姐逗留
香港3天，以400元入住銅鑼灣華麗精品
酒店，未有留意香港酒店房租有所下調。
蔣小姐說，來港主要是觀光，非購物為
主，將到訪迪士尼、海洋公園。她認為香
港很太平，不擔心早前的暴力事件，認為
只是個別人士，非主流意見。

■■尖沙咀洲際酒店外的星光大道遊客疏落尖沙咀洲際酒店外的星光大道遊客疏落。。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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